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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德国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

自2020年7月1日起，德国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为期6个月的任期内，德国希望为欧洲雄心勃勃的能源政策

注入新的动力，促进创新，实现清洁增长。

图片来源：Guillaume Périgois on Unsplash

自2020年7月1日起德国开始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

国。在这期间德国将主持欧盟理事会的会议，以及为理

事会会议做准备的各专业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工作，代表

欧盟理事会与欧盟其它机构进行交涉，如在欧盟立法方

面与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进行谈判，还将代表欧盟理

事会与第三国和国际机构进行交涉。根据不同的议题，

欧盟理事会的会议参与人员也不尽相同。德国联邦经济

和能源部（BMWi）部长皮特·阿尔特迈尔（Peter Alt-

maier）将担任5个不同的理事会会议的主席，即竞争力

理事会会议、能源理事会会议、通讯理事会会议、贸易

理事会会议和凝聚力理事会会议。在能源方面，理事会

的职责是与欧盟议会一起制定保障安全的能源供应所需

的能源市场运行规则、促进能效提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方面的法律法规，近几年出台的“为每位欧洲人提供洁

净能源”的欧盟一揽子相关立法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由27个成员国轮流担任，每6个月更

换一次。德国轮值期满后将由葡萄牙接任2021年上半年

的轮值主席位置，2021年下半年的轮值主席国是斯洛文

尼亚。上述三国将共同继续推进落实欧洲的能源政策，

通过紧密合作保持相关政策的持续性。德国、葡萄牙和

斯洛文尼亚将先后担任未来18个月的欧盟理事会轮值主

席，这三个国家在一份名为“三方计划”中共同确定了

未来18个月的工作重点。

应对新冠疫情是德国轮值期间的重点工作

抗击新冠疫情是德国担任轮值主席期间的要务之一，核

心是要应对新冠疫情对整个欧洲所带来的公共卫生、经

济和社会的影响，这一点在德国作为轮值主席国推出

的“团结起来——让欧洲再次强大”的口号中也可见一

斑。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希望继续增强欧洲经济的竞

争力、创新力和复苏能力。为此，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

部在其工作计划中列举了竞争力、凝聚力、贸易、数字

化和能源等工作重点。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强欧洲经济

地位、保持开放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加强欧盟

数字化主权以及结构调整等内容。利用欧洲绿色新政带

来的机遇，为经济发展确立明确的未来方向，使经济走

出危机，实现“洁净经济”的目标。欧洲绿色新政提出

使欧洲到2050年成为第一个气候中性的大洲，为此，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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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委员会将在2020和2021年推出约50项举措。绿色新政

是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最重要的政治工程之一，德国将尽

力通过绿色新政使欧洲走出新冠疫情危机，并更具创新

力、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阿尔特迈尔：“我们要使绿色新政发挥作用”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阿尔特迈尔在介绍主席国计

划时强调，除了发展欧盟工业发展战略、现代化竞争法

规、减少官僚主义和重点发展数字化以外，未来技术的

创新，特别是能源和气候保护技术的创新也必须大力推

进，只有这样才能建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欧盟。阿尔

特迈尔表示：“我们要实现欧盟的气候政策目标，要

使绿色新政行之有效”，因此，绿色新政还应通过经济

的“洁净增长”来加以补充。阿尔特迈尔就此还表示，

这就要求更多使用气候友好型技术的创新和经济激励措

施，“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未来技术，比如氢能”。只有

当建设气候中性的经济之路与保持国际竞争力达成高度

一致时我们才能取得成功。 

阿尔特迈尔强调，为此我们必须创造尽可能良好的政策

框架，为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德国开始实施的能源转

型仿真实验室也应在欧洲层面继续推广。 

为了支持提振经济，德国首先将聚焦绿色新政在短期内

就可产生减负提振作用的相关措施。通往资源高效和具

有竞争力的经济发展之路需要大量的投资，因此，针对

建设可持续欧洲和建立公平合理的结构转型机制的一项

投资计划目前已列入欧盟轮值主席国待办事项清单的最

前列。 

推进技术增长领域的发展和气候保护

阿尔特迈尔在介绍工作计划时表示，“德国实施面向未

来的能源政策，为跨国界离岸风电项目创造了明确的框

架条件，为发展氢能技术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政策”。

离岸风电项目和氢能技术不但为欧洲旨在实现雄心勃勃

的能源和气候保护目标的能源政策作出重要贡献，同时

也为未来工业战略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欧盟成员国联合

项目，特别是离岸风电项目还缺少欧洲层面促进发展的

相应政策框架，因此，德国将努力争取早日通过理事会

有关涉及欧盟委员会离岸风电战略的相关决议，就像北

海能源合作成员国代表和欧盟委员会能源专员在7月初见

面时所要求的那样，这一决议的核心是创造实施联合项

目的框架条件。 

为了使天然气逐步由氢能来替代，并挖掘更多的氢能应

用可能性，必须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并加快氢

能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德国也希望尽早通过相应的理

事会决议。拟于2020年10月举行的一个高级别会议将进

一步讨论如何开拓和发展欧盟氢能内部市场。

 

实现欧盟2030可再生能源和能效目标

欧盟委员会将以各成员国的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

（(NECP) 评估结果为基础，商讨如何实现2030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在这一进程中，德

国将通过供热和交通领域排放收费的方式来贯彻落实欧

盟委员会关于“提高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率”的倡议，为

增加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提供支持性政策框架。 

危机情形下的电力供应经验交流

在应对疫情危机和保障危机状态下的公共供给方面，电

力供应起着关键作用。为了保证电力领域的行动能力，

改善电网运行商和监管当局以及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

会之间的信息交流，德国将继续推进危机状态下电力供

应保障的经验交流，以便应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公共健康

卫生危机。

各方都期待着德国能在上述各方面以及其它重要未来议

题方面取得成功，共同振兴欧洲未来。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0/08/Meldung/topthe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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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创新与研究

德国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性，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电

力在电力消费中的占比提高到65%。能源研究是实现未来

气候友好型能源系统的基石，德国联邦政府的第7个能源

研究计划支持相关的科研工作。鉴于从研发到实际应用

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能源研究计划也特别支持加快技

术和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相关措施，例如能源转

型仿真实验室。能源转型仿真实验室加快和促进了更加

接近实际应用的能源研究步伐，它们通过大型项目，在

真实条件下大规模测试未来的能源技术。作为20个从“

能源转型实验室”创意竞赛中脱颖而出的仿真实验室之

一，“智慧社区”（SmartQuart）仿真实验室于2019年

12月正式启动。

日前发表的联邦能源研究报告汇总了仿真实验室和许多

其它研究项目的进展以及联邦政府第7个能源研究计划的

各项重点。该报告指出，2019年德国联邦政府为研究计

划共投入了11.5亿欧元资助资金，比前一年增加了9%。

参与资助计划的联邦政府部门在资助机构研究的同时，

同样为具体的研究项目提供资助。由企业和研究机构组

成的联合研究合作伙伴中有许多个科研团队，分别就对

能源转型十分重要的实际应用问题开展研究探索。在开

展科学研究的同时，相关项目还借助企业的参与，创新

技术的转移和应用在项目执行期间就得以进行。2019年

德国联邦政府共资助了5903个开展中的项目，还批准了

1622个新项目。

中小企业作为能源转型的加速器

在科研创新成果向创造经济的实际应用转化之路上，中

小企业起着关键作用。中小企业尤其适合将研究创新成

果转化成实际应用，使这些科研成果走向市场，是现代

技术取得成功和实现气候保护的催化剂。他们在自己的

企业中使用能效解决方案，利用可再生能源来供电和供

热，将相关应用成果和产品及服务带向市场。2019年在

第7个能源研究计划框架下新批准的项目中，28%的资助

资金受益者是中小企业。在2019年正在执行的研究项目

中，中小企业参与比例高达25%。

从数字化到领域耦合

德国联邦政府的第7个能源研究计划对跨领域和跨系统研

究课题的支持有所加强，比如数字化、领域耦合以及能

图片来源：PIRO4D/Pixabay

科研创新对能源转型的成功和气候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20德国联邦能源研究报告介绍了相应的科研和创新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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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迈尔（Altmaier）：德国联邦和联邦州齐心
协力，共同促进能源转型的成功！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Peteri

德国联邦总理于不久前会见了各联邦州州长，就进一步

实施能源转型达成了联合决议。该决议围绕实现能源和

气候保护目标所面临的挑战，列举了多项应对措施。决

议也涉及新冠病毒流行对能源经济、电价和计划审批程

序等方面的影响，联邦政府和各联邦州表示将紧密合

作，以减少疫情所带来的损失。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皮特·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表示：“德国联邦政府和联邦州通过这一决

议释放出推动能源转型成功的强烈信号。我特别关注的

是我们能共同计划，联合行动，能源转型毕竟发生在各

州的现场。我特别高兴地看到，各参与方能承担其能源

转型的共同责任，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以合理的折中

方案就我们的共同目标达成共识。这样我们就可万众一

源系统和社会的交互作用等。对跨部门和跨学科研究的

关注有利于推动能源转型。在一个可再生能源起着举足

轻重作用的能源供应系统中，多方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

用尤为重要，对跨部门和跨学科研究的关注将促进对众

多参与者协同作用的理解，从而提高效率和安全性。对

于能源系统转型来讲，单项技术的技术进步（如风电设

备组件的优化）固然重要，但聚焦全局和交互领域的科

学研究也不可或缺。

能源研究信息来源

新创建的“能源系统研究”网络平台(energiesys-

tem-forschung.de)也关注这些跨部门研究课题，该平

台提供氢能和领域耦合、电力储存、电网、系统分析、

数字化、能源转型和社会以及交通领域能源转型的能源

研究等信息，通过对相关项目、资助措施和趋势等报道

和简报来支持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的转换。登陆专业网

络平台“电力研究”（strom-forschung.de）、“能源

转型建筑节能项目信息”网站（projektinfos.ener-

giewendebauen.de）以及“能源研究目的”网站（For-

schungsnetzwerke Energie）可获取能源研究的其它信

息。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http://energiesystem-forschung.de
http://energiesystem-forschung.de
http://strom-forschung.de
http://projektinfos.energiewendebauen.de
http://projektinfos.energiewendebauen.de
https://www.forschungsnetzwerke-energie.de/
https://www.forschungsnetzwerke-energie.de/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0/08/Meldung/news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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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成果显著

自2005年开始引进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以来，参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约30%，远远

高于欧盟制定的减排21%的目标。	

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和欧洲环境署的数据，欧洲

碳排放交易体系(ETS)涵盖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远远超出

其它行业。电力、工业和欧洲内部航空领域的排放受欧

盟碳排放交易系统上限调控，交通、供热和土地利用没

有统一的交易机制。不受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限制的行

业（例如交通、建筑）只减排了10%，远低于受限行业。 

欧洲碳排放交易减少了能源经济企业和高能耗工业企

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一交易系统涵盖了欧洲近一半的

温室气体排放，是欧洲气候保护政策的核心工具。2005

年，为了实施京都气候保护议定书，欧洲碳排放交易体

系应运而生。相关参与企业必须为其排放的温室气体提

交相应的排放证书，企业间可进行排放证书的自由交

易。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心，凝聚合力推动能源转型向前行。面对新冠疫情引发

的经济衰退，我们尤其要抓住机遇，通过能源政策措施

为振兴经济做出贡献，促进能源和气候保护技术的发

展，为气候保护提供新的动力。” 

决议的重点内容在于减轻电价压力的措施、发展可再生

能源和必要的电网建设、保障电力供应安全、调整领域

耦合政策框架以及氢能在能源转型中的角色。德国联邦

和联邦州就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中占比达

到65的目标、加快计划审批程序以及改善可再生能源和

电网建设审批状况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达成了共识。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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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 欧盟统计局（Eurostat）, 欧洲环境署（European Enviroment Agency）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0/08/Meldung/direkt-erfasst_infografik.html
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Pressemitteilungen/2020/20200618-altmaier-bund-und-laender-senden-gemeinsames-starkes-signal-fuer-den-erfolg-der-energiewen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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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家就离岸风电发展达成一致

图片来源：enrique-

lopezgarre/Pixabay

北海沿岸邻国达成一致：离岸风电是通往气候中性之路的关键。为此，北海沿岸邻国共同要求出台改善离岸风电利用

合作的欧洲政策框架。

北海能源合作(NSEC)成员国能源部长于2020年7月6日与

欧盟委员会能源专员卡特利·西蒙（Kadri Simson）会

面，双方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成

员国能源部长和欧盟委员会能源专员一致强调了离岸风

电对欧盟实现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和气候保护目标的

关键性作用。双方一致认为，北海所隐含的巨大潜力可

为加大离岸风电利用力度做出贡献。 

北海能源合作成员国认为，加快连接沿岸邻国的跨国界

离岸风电项目的实施有助于这一潜力的开发利用，有望

降低建设成本和减少离岸风电场占地，这些项目的实施

对电力交易、工业增长和地区就业也会产生积极效应，

所有这一切将有利于欧洲经济的复苏。 

欧盟委员会将制定欧盟层面的政策框架

首先是要减少现有的障碍，以便更快地实施多国参与的

离岸风电联合项目。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层

面制定合适的扶持框架(enabling framework)，这一框

架应包括为成员国实施跨国界项目、合理的电力市场调

控以及有效的欧盟融资的欧盟指令。这一声明同时也是

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供所有欧盟成员国进行讨

论的基础。 

北海能源合作是一个跨国界的合作机制，目前有9个欧盟

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参与。合作的重点是离岸风电和离

岸电网基础设施。2020年德国担任该能源合作组织的主

席国。

阿尔特迈尔（Altmaier）：必须大幅提高离岸风电增长

率	

在会谈期间，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皮特·阿尔特

迈尔（Peter Altmaier）强调了离岸风电联合项目对实

现2050年能源和气候保护目标的关键作用。他指出：“ 

到2050年，离岸风电潜在的贡献率将比目前的22吉瓦还

要高出10倍以上，目前每年的装机容量仅为3吉瓦，因

此，未来几年必须大大提高年装机容量。”

共同之路并非坦途

前方的道路并非一条坦途。主要障碍是各国不同的海洋

土地使用规定、联合项目相对较高的协调成本、参与国

家之间建设成本和利用利益的合理分配等。参与国之间

在离岸风电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贸易上的不同利益诉求

也是不可回避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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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呼吁制定欧盟层面的政策框架以外，与会代表还就

在离岸风电招标日期以及联合项目的成本和利用分配评

估方面加强北海国家间的协调达成一致。成员国能源部

长和欧盟委员会能源专员还希望离岸风电电网规划和离

岸风电场电力上岸入网接点能更好地协调衔接。未来，

海洋空间规划和区域性离岸风电发展也应相互协调，以

便更好地发展区域性离岸风电。 

计划在2020年年末提出具体的发展建议

欧盟委员会能源专员卡特利·西蒙相信：“只有通过包

括北海邻国在内的更加紧密的跨国界合作，我们才能成

功地生产足够规模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把欧洲建设成世

界上第一个气候中性的大洲。”

为此，在德国担任北海能源合作组织主席国的下半年，

将就2050年改进海洋空间规划、离岸风电电网规划和囊

括氢能发展的海上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提出具体的发展

建议。 

比利时能源部长玛丽-克里斯蒂娜·马格海姆（Ma-

rie-Christine Marghem）表示，愿意担任2021年北海能

源合作组织的主席国。北海能源合作组织成员国能源部

长和欧盟委员会能源专员将于12月在布鲁塞尔进行下一

次会谈。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欧洲碳排放交易是怎么运作的？

气候保护必须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但同时又要

尽量降低国民经济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碳排放交易系统是欧洲气候保护政策的最重要工具，

排放交易必须保证使碳排放降低到气候保护所需的数

量。2003年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批准了欧洲碳排放交

易体系，2005年1月1日该排放交易体系通过欧盟排放交

易指令生效。到2019年共有31个欧洲国家的来自电力生

产和工业企业的11000台（套）排放密集型设备成功地参

与了欧洲碳排放交易。2005年以来，这一世界上最大的

碳排放交易系统减少了约30%的排放，超出了欧盟原定的

减排21%的目标。那么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又是怎么运作

图片来源：德国联

邦经济和能源部

（BMWi）

保护气候，行之有效：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是实现长期减少碳排放的有效工具。下面将向您介绍为什么这一交易机制

既具激励性又具保障性。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0/08/Meldung/News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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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控的呢？

欧洲碳排放交易的实际运作模式	

在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备案的高排放设备运行商必须为

其排放的每一吨二氧化碳购买相应的排放证书，有些设

备运行商每年可免费获得一定数量的排放权，以便保持

其国际竞争力，大部分设备运行商则必须通过拍卖或向

其它市场参与者购买排放权，这样就使节约下来的每吨

碳排放有了直接的价值（即1个排放权，简称1EUA），排

放权的价格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确定。每年4月底设备运

行商必须进行排放量和排放权检查比对，如果排放的二

氧化碳数量与排放证书数量不一致，就会受到每缺少一

个排放权被罚款100欧元的处罚。根据公开的排放数量可

作出下一年度的排放预测。 

电子排放证书

设备运行商所获得的排放证书为电子证书，因为排放证

书的交易都以电子形式进行，其交易形式类似电力交易

市场，但这种交易也可在场外进行。这种大部分为长

期和直接的交易在行业内被称为“柜台交易”。碳排放

交易证书最重要的交易场所是伦敦的欧洲气候交易所

（ECX）、莱比锡的欧洲能源交易所（EEX）或维也纳的

能源交易所（EXAA），每天11点莱比锡欧洲能源交易所

公布所谓的欧洲能源交易所碳交易指数和反映欧洲碳价

格发展趋势的短时市场价格（现货市场价格）。 

上限	&	交易	—	应对气候变化长期挑战的解决方案

碳交易根据所谓的“上限&交易”原则进行。上限

（Cap）规定了参与碳交易的设备总共最多可以排放多少

温室气体，成员国通过免费发放或拍卖的形式为这些设

备发放相应数量的排放证书，排放证书可在市场上自由

买卖（交易），这样就形成了排放价格。碳排放权交易

提供了必要的灵活性，以便保证用最低的成本来减少排

放。 

除此之外，碳排放价格以及排放上限的信号作用还促进

了对洁净和低碳技术的投资，在目前众多的减排措施

中，“上限&交易”方法是最有效和准确的促进减排方

法，因此，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是一种有效的减排激励

措施。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还有一个保险功能，即在

碳交易系统所涵盖领域中的其它相关措施（如可再生能

源减排目标或燃煤电厂关停等）不能满足减排目标要求

时，也能实现总体的减排目标。这些其它减排措施主要

对排放权的价格产生作用，因此，较低的排放权价格并

不意味着减排交易目标缺乏雄心，较低的排放权价格往

往可能是其它减排措施减少了排放，从而减少了企业对

排放权需求的结果。

稳定储备应对价格浮动

为了使欧洲碳交易系统能对较大的需求和价格浮动作出

灵活的反应，2015年引入了市场稳定储备机制(MSR)。

稳定储备的职能是要逐步将多余的排放证书从市场中收

回。当经济出现萎缩时，对排放证书的需求就会明显减

少，稳定储备机制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保证这些没必要

的排放证书日后不被再次使用，导致较高的碳排放。

不是所有的碳排放都列入欧洲排放交易系统

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约涵盖欧洲碳排放总量的50%。装

机功率大于20兆瓦的发电厂、炼焦厂、炼油厂、金属工

业（如炼钢厂、铝厂）、水泥和石灰工业以及石膏和矿

物纤维制造业、玻璃和陶瓷及砖瓦生产企业、造纸和纸

纤维制造业、化工业、技术气体生产业（如笑气、氟化

烃）都列入欧洲碳交易系统。2012年欧洲境内航空也列

入其中。

 

在过去的15年里，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证明了自己的有

效性。目前正在讨论是否能在中期将供热、交通以及尽

可能也把农业例如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相关专家还在

考虑引入负排放机制，以便激励相关企业从事安全、长

期、持续和可测的大气除碳工作。

气候保护一揽子计划中的国家碳排放交易系统

2019年秋季，德国联邦政府在气候保护一揽子计划中决

定建立国家碳排放交易系统(nEHS)。国家碳排放交易系

统独立于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主要针对欧洲碳排放交

易系统没有涵盖的交通和建筑领域。2021年开始，供热

燃料和交通动力燃料交易必须购买排放证书。中长期来

看，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和国家碳排放交易系统有可能

会采用统一的上限标准。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0/08/Meldung/direkt-erklaert.html


9 I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 Sino-German Energy Partnership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资助项目征集通知：电动出
行与能源系统互联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在其第4次资助项目征集通

知面向“挖掘电动出行节能和气候保护潜力，强化德国

汽车工业竞争位置”的科研项目。德国促进经济发展的

一揽子计划专门为此设立了1.8亿欧元的资助资金。 

 

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阿尔特迈尔（Altmaier）表

示：“我们要使汽车工业面向未来，因此必须推动其进

行电动化改造和转型。我们将资助能推进能源和气候保

护目标实现，强化工业竞争地位的项目。” 

企业、区域性团体、公共管理机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

可以在2020年9月30日前通过https://ptoutline.eu/

app/emo_iv网站提交项目简述，项目申请的基础是联邦

经济和能源部（BMWi）和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和安全

部(BMU)2017年12月8日颁布的关于电动出行研发资助的

资助准则(BAnz AT 15.12.2017 B4)。

本次竞赛招标的核心是电动出行融入能源系统，重点如

下： 

1. 跨厂商和联邦州的充电基础设施和交通工具的融合操

作, 

2. （厂区内交通和载重交通的）快速高效充电系统, 

3. 无人驾驶自动或感应充电系统及充电基础设施和电力

市场融合实际使用商业模式展示

4. 充电基础设施4.0：通过智能电表网关支持能源转型

的智能、安全、以电力市场和电网为导向的充电系

统, 

5. 降低成本、扩展功能的跨车型和车队的优化创新措

施。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欢迎中小企业、下游配套企业、

数字化技术方案提供商、汽车生产厂家和能源技术提供

商以及交通和能源领域跨部门机构参与竞争。

点此查看德语原文链接。

图片来源：Shutter-

stock/pedrosala

https://ptoutline.eu/app/emo_iv
https://ptoutline.eu/app/emo_iv
https://www.bmwi.de/Redaktion/DE/Pressemitteilungen/2020/20200702-foerderaufruf-des-bmwi-wettbewerb-elektromobilitaet-und-integration-in-das-energiesyst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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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

2006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与德国联

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在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框架

下倡议并于次年建立中德能源工作组，开启中德政府能

源领域对话与合作。近几年来，中德两国在共同面对能

源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和寻求解决方案方面的双边合作在

不断加深，如今两国已进入战略合作伙伴发展阶段。

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中方负责部门是国家发改委

(NDRC)和国家能源局（NEA），德方是德国联邦经济和能

源部(BMWi)。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还旨在鼓励和促

进中德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最佳技术实践、创新服务和

商业模式的示范，从而加快推动中德两国的能源转型。

德国能源转型时事简报宗旨

该简报内容来自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Wi）定期发

行的《德国能源转型直击》简报(Energiewende direkt

Newsletter)，中德能源与能效合作伙伴项目翻译、汇

整和编辑，涵盖德国能源转型的最新实施进程、新政策

的出台及讨论、能效技术、电网改扩建、新能源发展等

多方面内容。简报发行宗旨主要是向中国能源领域的政

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各界机构介绍德国能源转型相关

的最新资讯、提供信息参考。您可联系Sino-German-En-

ergy-Partnership@giz.de订阅该简报。

本期简报内容翻译、整理自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德

国能源转型直击简报》2020年7月14日版。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0/08/newsletter_2020-08.html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0/08/newsletter_2020-08.html
mailto:Sino-German-Energy-Partnership%40giz.de?subject=
mailto:Sino-German-Energy-Partnership%40giz.de?subject=
https://www.bmwi-energiewende.de/EWD/Redaktion/Newsletter/2020/08/newsletter_202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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